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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纳税人为了照顾以下这些人而支
付了费用，是可以申报照顾孩子或依附者
费用抵免额的：

1）纳税人合格的小于13岁的孩子，且
这个孩子是纳税人的依附者

2）纳税人有残疾的配偶并与纳税人同
住超过半年

3）与纳税人同住超过半年无法自行照
顾自己的残疾人，此人需是纳税人
的依附者或是只是因为收入或报税
身份而无法成为纳税人依附者的合
格人士

纳税人必须同时填写附表2441来申报
这个抵免额。

2441附表的第一部分是用来提供照顾
的人员或公司的资料，如姓名或公司名
称，地址，社会安全号码或是公司联邦税
号，以及所支付的费用金额。

2441附表的第二部分是计算可以领取
的抵免金额。首先要提供被照顾者的姓名
和其社会安全号码，还有纳税人一年总共
支付的费用 。但是税务局对这个所支付的
费用数额有限制，取以下三个数字的最小
额：

1）实际支付的费用，但是每个被照顾
者的费用不得超过$3,000

2）纳税人赚得的收入 （Earned 
income）

3）纳税人配偶（如果是已婚合报的
话）赚得的收入

然后抵免的金额是以上计算出的那个
最小额的一个百分比。而百分比的大小是
由调整过的总收入 (Adjusted Gross Income, 
简称AGI，也就是1040表第三十八行的数
额)来决定的，从35%降至20%。AGI越高，
这个百分比越低。

2441表格的第三部分是填写纳税人收

到的和照顾依附者有关的福利 （譬如纳税
人所服务的企业发送的照顾依附者的福利
补贴等），能得到的抵免金额也受这些福
利的限制。

这些繁琐的计算后面的宗旨就是纳税
人为了赚得收入，需要雇佣别人（不包括
某些家人）来照顾其依附者或残疾人士。
所以政府为此给与一定的补助。但是这个
数额还要被实际的支出费用，得到的福利
（Dependent care benefit），以及纳税人或
其配偶赚得的收入所限制。同时收入高的
纳税人得到的补助比收入低的少。

对于有年龄小的孩子的纳税人，尤其
是双职工，这个抵免额很多纳税人都是符
合要求，能够申报的。大家别错过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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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会计师执照，随后

获得投资顾问资格证。目前在印第安那州拥
有事务所，提供各类财务，税务及商业咨询
服务（包括分析规划，商业计划，资产评估
及投资理财等）。
诚挚地邀请大家如果有问题或是有想了解
的内容，请发邮件给我（lucyyang99@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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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政要齐站台 
中国国家级演出团却被集体拒签

南加州华人翘首期待的北京民族乐团原定本月7日来洛杉矶(专题)献上大型《五
行》乐章，用中国的金、木、水、火、土向西方世界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
场演出不仅让整个南加侨团兴师动众，让十多家华人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也
让包括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加州众议员周本立、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在内的中美政
要都给予厚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批由37人组成的国家级演出团体竟
突然传出消息说“被集体拒签了”，让负责主办这场文化盛宴的南加多个侨团十分
尴尬。

农历新年期间，洛杉矶虽然有十几场节日庆祝活动和文艺演出，但北京民族乐
团的《五行》文化盛宴被南加州侨界看作是可以和“四海同春”相媲美的国家级慰
问演出，是南加州华人华侨期待值最高的几场顶级演出之一。为此，南加州多个侨
团日前专门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洛杉矶十几家中文媒体分别在纸媒、电视和网
站进行了大幅报道，宣传广告打出去了，节目单印好了，门票发出去了，演出场地
费交了，演出团体接待费也拉到了赞助，十几次的筹备会议，几十封邀请函，国会
众议员赵美心的视频贺词，加州众议员周本立的派员参加，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
到场确认，中国多个省市侨办的贺函……架子拉开了，锣鼓敲响了，酒席订好了，
万事俱备了……结果……拒签了？！

负责主办本次活动的侨团代表透露，美使馆拒签的理由有二：一是原定的公益
演出被发现“卖票”，尽管主办方解释说卖票是为了赚回场地租金，支付演出团体
的吃住费用，并非为了盈利；二是原定演出只有西雅图(专题)一场，面签时又增加了
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专题)等城市，签证官认为前后说法不一，要求主办方“
补件”，但这一“补”就错过了7日已经确定好的演出时间，害得主办方不得不召开
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变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

这些应变措施包括：1、卖出去的票要全部退还，以免重蹈当年赵本山演出官司
的覆辙；2、“五行”变成了“五不行”，要赶紧找其他演出团体堵上窟窿，经过主
办方共同努力，总算找到了加州中医交响乐团救驾。但交响乐团毕竟是业余团体，
演出水平根本无法和国家级艺术团体相比，相信看了这场“狸猫换太子”的演出
后，南加州很多华人观众会非常失落，个别人会骂大街说自己被“忽悠”了也在所
难免，好在卖票变成了送票，观众再怎么不满意，至少不会像赵本山那样被告上法
庭，这让主办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没办法，拒签，这是“天灾人祸”，不管这和新上台的川普政策有没有关系，
但至少不是负责主办本次活动的南加州多个华人侨团所能控制的结局。主办方希望
他们的“亡羊补牢”措施能够减轻“拒签”给南加华人观众造成的失落感，弥补中
美政要对这场演出的遗憾。演出会照常进行，时间地点不变，但不再是万众期待的
《五行》国粹，而是南加州本地艺术团体的音乐演出。

       （来源 侨报）

（接第一版）

根據本報所得的資料，和挺梁運動一
樣，社交媒体起了重要的作用。本報從主
動提供協助的《美国华人》公众号得到的
訊息，連絡和運作過程是這樣的: 

- 早期通过当地華人組織OCA联络到
陈建生家人，由他的侄子代表与众多志愿
者保持联络。

- 陈家选定Virginia数一数二的刑事
律师。

- 2月3日《美国华人》公众号发起倡
议建立“关注维州陈建生案＂大群以来，
發展到有近千人陆续进入主群及子群并参
与讨论。志愿者也根据需要组成很多工作
小群。

-  2月5日晚，当地数十人为陈建生
举办了温馨的烛光悼念活动。志愿者並
向River Walk小区过往居民询问了事发当
晚情况。当地报纸
对悼念活动进行了
采访。

- 2月6日，保
安公司律师Andrew 
Sacks召开记者会，
发表声明。60多位
华人从附近紧急前
往示威。当地OCA主
席Harry Zhang（@
张大水 先生）以
及陈家好友Jenny 
Sung等接受了记者
采访。多家当地和
全国性报纸报道了
记者会和示威。

- 2 月15 日，包括联邦众议员孟昭
文（Grace Meng）在内的3名议员发表了
联合声明，表达了他们对于陈案的关注。

- 2 月16 日，檢方發表聲明。
- 兇嫌到案。

根據本報消息，《美国华人》的工作
分配和紀要如下:

- 写作组 建立了陈建生的Wikipedia
页面。

- 写作组起草了一份网络评论参考指
南。集体整理了当地警长、检察官、市
长、市议员、国会议员的联络方式，并起
草了数版适用于组织或个人的email模版
和电话脚本，便于大家向当地官员施压。

- 法律组为整个维权行动提供建议和
指导。

- 新闻媒体组和自媒体组負責文宣。
- 在英文媒体报道下面留言。向未报

道的媒体推介此事，引起媒体的更多关
注。

- 联络更多注册团体联署声援。
- 联络有维权历史和专长的老牌组织

比如ACLU、AALDEF等。

短短一個月，華人團体能通力合作，
把原本可能被忽視的命案，獲得重視。
誠屬不易。

《美国华人》網站: 
       ChineseAmerican.org
《美国华人》微信公眾號：
       ChineseAmericans

参与维权的志愿者们为陈建生先生讨公道。/（图片来源 http://
www.pavatar.us）

陈 建 生
先生60岁生
日。/（图片
来源 中国侨
网）


